
2018国际控烟高峰论坛举行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邹艳辉 曹

慧）2018年国际控烟高峰论坛暨健康促进医院联盟成立大
会近日在长沙召开，来自世界卫生组织合作中心、国际健康
促进医院网络监理会、中国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协会等健康
促进专家分享了国际健康促进医院的进展与经验。

目前我国吸烟人数为3.16亿，居世界首位，且每年由于
吸烟死亡的人数高达百万，而戒烟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期望寿
命的损失。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李珈名 2018年6月26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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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6月24日，浏阳夏布第五代传人谭智
祥度过了热闹的一天。上午，长沙学院的
老师带着38名学服装设计的学生到他所
在的浏阳市高萍乡夏布工坊来体验织夏
布。中午，他匆匆往长沙梅溪书院赶。下
午， 他和大型文化公益纪录片《百心百
匠》发起人孙冕携花城出版社新书《百心
百匠》，出席“致敬匠心·走近千年夏布”
活动。晚上，他又马不停蹄地赶回浏阳，
补浆、收布，忙活到22时，才长长地舒了
一口气，对记者说：我每天就是这样重复
地做着这些事。

也许只有在深夜， 当白天的热闹和喧
嚣都散去， 我们才能冷静地走近这传承千
年的夏布，触摸它背后闪光的匠人精神。

“化缘人” 孙冕 ： 希望
“百匠”“千匠”地做下去

孙冕，中国新锐杂志《新周刊》的创
建者。 他43岁创办的杂志和他满世界的
登山运动时常引起轰动， 63岁的他却想
停下来，做一档大型文化公益纪录片《百
心百匠》，让100个社会精英、演艺明星卸
下光芒，躬身俯首向匠人精神致敬。项目
甫一提出，李亚鹏、杨澜、王潮歌和陈凯
歌就成为共同发起人。

6月24日， 孙冕出现在梅溪书院，自
称是“化缘人”。2017年，他“化缘”到孙
楠、李泉、李亚鹏、老狼、吴秀波等明星和
社会精英零片酬跟老工匠学造纸、斫琴、
花丝镶嵌、砖雕、绘唐卡、刻皮影、织宫毯
和夏布， 制作白茶和绢面人偶。《百心百
匠》第一季已于2017年年底在湖南卫视、
优酷和芒果TV播出。被网友戏称为“明
星变形记”，收视率最高时达到0.449%。
《人民日报》点赞：“《百心百匠》很好地揭

示‘匠心’传承的价值与意义”。
谭智祥至今记得，《人民的名义》的

主演柯蓝和90后歌手齐羽嘉去年夏天来
学织布，学了整整3天，每一道工序都体
验了，柯蓝还买了很多围巾。

捧着刚出版的记录第一季台前幕后
的新书《百心百匠》，孙冕说，第一季只做
了“十匠”，第二季即将开始。希望自己的
儿子、孙子都能参与，“百匠”“千匠”地做
下去。他也希望大学生们都能来参与，记
录下这些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

传承人谭智祥： 只要还有
苎麻，我就会坚持下去

“质如轻云色如银， 状似明月泛银
河。”6月24日下午，梅溪书院。谭智祥向
慕名前来的大学生们展示了“世称最佳”

的浏阳夏布，并当场示范绩纱，手工将原
麻分离成发丝般粗细。41年的绩纱操作，
磨掉了他拇指和食指肚上的指纹。24.6
米长的一匹夏布，完成要70多个工时，光
上浆，一次只能刷2米，要反复上3次，如
果上浆时遇上大雨，丝线就会报废。

谭智祥凌晨5时起， 到晚上10时，日
复一日地织布，似乎生活没什么变化，但
他清楚地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
代初，他一年要织上万匹布，现在每年只
有2000匹左右订单，其中多亏日本的桥
本先生每年的固定订单。

谭智祥有时也怕订单多， 没有原材
料。自己种了3亩地的苎麻，但全收完，还
要亏人工，只好去外地购，限于收麻时间
和方法， 又难以保证质量。 有时候有了
布，花纹复杂点，就没人想织。除了人工

和原材料涨价，深加工也是个问题，10年
前， 桥本先生请谭智祥去日本参观他自
己织的夏布做的成品，非常柔软，听说是
很早从中国传过去的，我们自己却丢了。
古法的捶、蒸、踩，甚至孙冕请设计师添
加生物酶来软化，柔软度也稍欠。

谭智祥还苦恼，他只会织布，像申请
文化产业资金之类的，他不会填材料。但
谭智祥说，只要还有苎麻，他就会把夏布
坚持做下去。

90后大学生： 浏阳夏布
新生的曙光

6月24日，记者在梅溪书院惊奇地发
现， 热烈地围住孙冕和谭智祥的是满堂
年幼的孩子和湖南大学、湘潭大学、长沙
学院及从英国留学归来的大学生。 他们
对夏布表现出浓烈的兴趣，种下了种子，
也许他们当中就会出现解决浏阳夏布柔
软度甚至让夏布新生的人。

6月24日晚，谭智祥告诉记者，近几
年，他接待了很多年轻人。2015年，他的
夏布工坊成为北京服装学院的实习基地
和夏布研究基地， 每个学期请他去北京
上15天课。今年5月，清华美院的老师带
着学生来了， 要他学日本人的方法收
麻，补贴他的人工费，还告诉他，明年可
能要开中国麻博会。早两年，还有一个

“海归”的常德小伙，跟他学习后，在北
京开了工作室，买了12台织布机，让北
京人体验织夏布。深圳一家服装公司也
购了12台机器，让大家了解服装面料的
发展史。让谭智祥欣慰的是，今年高二
的小女儿的梦想是考上“北服”，传承夏
布。大女儿学医，但夏布的各个工序都
会，休息时，会回来帮忙。

一批大学生走近千年夏布。你看到了
吗？浏阳夏布新生的曙光已跃出地平线。

湖南发布《“十三五”时期
全省古籍保护工作规划》

到2020年基本摸清全省古籍
资源和保存状况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陈沐）日前，省
文化厅发布了《“十三五”时期湖南省古籍保护工作规划》（以下
简称《规划》），明确到2020年基本摸清全省古籍资源和保存状
况，进一步完善《湖南省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建立《湖南省古籍
联合目录》，基本构建起古籍分级保护体系，重点实施一批珍贵
古籍修复项目，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古籍保护标准体系。

《规划》围绕“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
的工作方针，以普查登记为基础，以分级保护和揭示利用为
重点，从完善普查登记、加大保护力度、提升修复能力、加强
整理出版和数字化建设、传承和弘扬湖湘优秀传统文化及加
强保护制度、法规和标准建设等6个方面做出了部署：实现古
籍登记管理常态化，将宗教活动场所藏书、雕版等纳入普查
范围，统一普查数据格式，鼓励民间古籍收藏机构按规定登
记所藏古籍；构建古籍分级保护体系，研究制定省级珍贵古
籍名录和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入选标准、馆藏古籍日常养护技
术标准和管理规范，公布全省国家级、省级珍贵古籍名录及
地方善本书目录；拓宽珍贵古籍保护路径，做好各级古籍收
藏机构的库房新建和改扩建工作，推动建设一批符合省级标
准的古籍寄存书库，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古籍收藏、保护工作；
重点抓好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濒危古籍的修复工作，
完善省级古籍修复中心申报制度、 评审标准和退出机制，鼓
励古籍收藏机构合作；促进古籍修复技艺传承发展，培养古
籍修复人才，免费修复各公藏单位所藏珍贵且亟待修补的古
籍，加大对古籍修复等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扶持力度，设立
高水平文献保护重点实验室；编制《湖南省古籍保护与服务
规范》，建立湖南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

当明星和精英遇见匠人
———浏阳夏布走进《百心百匠》后的思考

文化视点

� � � �谭智祥在指导市民绩纱。 通讯员 摄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 （记者 尹虹
通讯员 徐华亮 ）《长株潭一体化三十
五年文献选编》 发布暨座谈会今天上
午在省社科院举行。 该书由湖南两型
建设研究中心主任张萍主编、 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是中国第一部城

市群历史文献。来自中国社科院、省政
府发展研究中心、省社科院、省两型办
以及高校的代表参加座谈。 省人大常
委会原副主任陈叔红、 省委宣传部常
务副部长蒋祖烜出席会议并讲话。

长株潭是中国第一个推行综合改

革试验的区域。 截至2017年，“长株潭
一体化”从提出到实践已有35年，经历
了一体化提出初步试验、“五同” 为主
的一体化、 两型社会建设改革试验为
主的一体化、多个试点示范的一体化，
所呈现出的阶段性和典型性对于我国

其他处在不同阶段的城市群一体化发
展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长株潭一体化三十五年文献选
编》 以国家和湖南省出台的长株潭一
体化有关文献、 长株潭一体化推进会
议的文献、长株潭合作协议为准，共选
录文献104篇，集中反映了长株潭由一
个大中城市群发展成为湖南发展的核
心增长极、 长江中游重要的增长极和
迈向中西部新的增长极的跨越式发展
里程。

中国第一部城市群历史文献
《长株潭一体化三十五年文献选编》发布


